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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 于）由国务院新闻办监
制，五洲传播中心出品的微纪录片《中国
符号》日前推出“手艺仁心”系列，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为主题，聚焦杰出的
匠人群体，讲述了篆刻艺术家张翀、陶瓷
绘画艺术家西门亚军、打铜父子传承人
苏广伟与苏英敏等手艺人的匠心故事，
在展现老手艺魅力的同时，带领观众进
入大师的生活，感受平凡生活中不平凡

的精神世界。
据悉，《中国符号》还将从景观胜

境、岁时节庆、饮食为天、今日创造、人物
荟萃等方面，挖掘中国人现代生活中的
文化符号，以一城一景、一器一物、一方
水土一方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的现
代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
的精神理念传递给观众，向世界呈现一
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充满活力的中国。

本报电（丽 涛） 浙江安吉、山
西右玉、河北塞罕坝林场、陕西延安
和新疆阿克苏近日共同签署《“践行

‘两山’理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合作
联盟协议》，成立生态文化旅游发展
合作联盟，实现旅游资源的互联互
通、相融相补，促进生态文化旅游繁
荣发展。

安吉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获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是国家生态环境部

“新农村与生态县互促共进示范区”和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县。塞罕坝林
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建成了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创造了“沙
地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绿色奇迹，荣
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之“激励与行动
奖”等荣誉。右玉县将昔日的“不毛之
地”变成了今天的“塞上绿洲”，林木覆
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26%提高到
现在的54%，荣获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延安退耕还林，为世界提
供了短期内“生态可逆”的成功样本。
阿克苏经过30多年来的生态绿化，探索
出了一条经济生态并重、以林养林、生
态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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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仁心”讲述文化故事

五地成立生态文化旅游联盟

不久前，我们一家驱车前往浙江
绍兴柯桥区稽东镇。出绍兴市区一直
往南，汽车驶入绵延的群山环抱中。我
惊讶于这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山峰，因为
我曾以为江南一带以平原为主，可爱的
小丘陵不过是点缀而已。其实，这是孤
陋寡闻。绍兴的会稽山脉绵延 90 公
里，宽度可达 30公里，这样粗略算起
来，山区面积竟有2700平方公里左右，
占到绍兴总面积的30%左右。

柯桥区稽东镇位于会稽山腹地，
这里有千年古村落和千年香榧林。有
人说，“她如深谷幽花，经过天长日久
的盛开与凋零，在寂寞的锤炼后，开始
以她独特的姿态倾心展现。”稽东镇有
一个美好的称呼——“时光小镇”。镇
上的主街颇具民国风情，路口参天的
大树镌刻着岁月的年轮。

我们在黄昏时分来到“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稽东镇冢斜村，千年时光仿
佛凝固在这里，山中古村似乎仍是曾
经的模样。踏在石子路上，走在并不
宽阔的小巷，听村里老人们闲聊，看门
前繁花盛开；小狗却像见惯了异乡客，
趴在门前，怡然地摇着尾巴以示欢
迎。真是岁月静好，令人流连忘返。
这里有千年文脉传承，耕读传家，民风
淳朴，明代状元余煌曾经从这里走出。

“冢斜村”这个村名颇有来历。
“冢”本身有坟墓之意，“斜”是宫人埋
葬之地，明《嘉泰会稽志》、清《绍兴府
志》、清《康熙会稽志》中有记载，冢斜
此地为古越国埋葬宫人之处，更有传
说远古舜、禹都有妻妾葬于此。冢斜
村《余氏宗谱》记载，“禹娶涂山（氏），

因涂有余字，遂赐‘罕’为余氏。”“罕”
是大禹的三子，可见这里也是大禹的
后裔聚集地，与绍兴越城区禹陵村一
脉相承。

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古朴的古建筑
群，令我心生敬仰，脚步愈轻愈慢。我
驻足在“永兴公祠”，这座建筑十分考

究，廊柱雕刻精细。公祠始建于唐贞
元九年，为纪念虞世南而建。此刻身
在古村，却仿佛叩开了千百年前的大
门。如今，冢斜村恢复了永兴公祠祭
祀巡游传统活动，让越地民俗风情精
彩呈现，活态传承下去。

稽东镇留住千年记忆的不仅有古
村，还有“千年香榧林”。在占岙村、陈
村一带，香榧栽培历史已有 1500 余
年。香榧营养丰富，以前我只见过果
实，闻其名，便想到同音的“香妃”二
字，于是对香榧树颇为好奇。如今一
见，香榧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果真
是清逸俊秀。

稽东的佳木不止香榧一种，“三
棵树”（香榧、红豆杉、茶叶） 闻名
一方。龙东村有连片种植红豆杉8000
亩，约 60 万株。红豆杉相思林景区
与“雪窦岭”景区，一年四季可欣赏
不同的美景，烟雨迷蒙时最佳。山中
养人，这里作为天然氧吧，受到远近
游客的欢迎。我们入住的月华山“养
心谷”民宿，时常客满。恰逢几位来
自绍兴市区的游客，他们说每月会结
伴来住上几天，在此呼吸新鲜空气，
品尝时令农家菜，采摘鲜果，闲看日
出日落，享受远离尘嚣的清静自在。
乐哉，乐哉！

开栏的话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旅游已走过辉煌40年。一个最初只从

事外事接待服务的小行业，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发展为国民经

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和客源国，成为世界旅游大国。

本报从今天起，开设《中国旅游辉煌 40年》专栏，向海内外

读者介绍中国旅游业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新时代旅游强

国的奋进之路。

稽东，掀起你的盖头来
吴采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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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冰雪游将成今冬热点

中国旅游辉煌中国旅游辉煌404040年年

9 月初，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区游览，归来感
慨颇多。

“葡萄美酒夜光杯……”由传说变
为现实。在这次旅游中，当地人告诉
我，当年传唱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的出处在西夏王朝，即现在的贺兰山下
的西夏王朝遗址。遗址不远处就是贺
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这里225棵老
藤葡萄树有 100 多年的历史。如今，它
们又绽放出新的光彩。原来的戈壁荒
滩变成了葡萄王国。一大批海内外葡
萄种植高手慕名来到这里建楼阁，盖酒
庄，淘葡萄金蛋蛋，带来了“葡萄美酒夜
光杯”的繁荣景象。

宁夏葡萄产区载入 《世界葡萄酒
地图》 当之无愧。素有葡萄酒世界

“圣经”之称的 《世界葡萄酒地图》，
由英国的世界葡萄酒大师杰西斯·罗宾
逊编撰。她在一篇介绍宁夏葡萄产区
的文章中写到：“贺兰山东麓是中国最
具潜力的葡萄酒产区。”世界葡萄酒大
家庭里不能缺少了“宁夏味道”。她在
2013 年编撰第七版 《世界葡萄酒地
图》 时，就将宁夏葡萄产区加入其
中。她坚信：“3 至 5 年后这里将生产
出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相媲美的优
质葡萄酒。”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
酒大赛组委会主席卜杜安·哈弗曾评价

“宁夏葡萄产区不仅用优异的成绩向世
界证明能够酿造好酒，而且也用事实让我相信：中国好
酒产自宁夏！”法国最具影响力的酒评家米歇尔·贝丹品
尝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后感慨万分：“法国人用1000年建立
了葡萄酒的威望和经验，而宁夏按照现有的速度，也许
只用 15 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一个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产
区，一个新的葡萄酒黄金之国。”

我从宁夏葡萄产业发展局获悉，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
起步于1984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大发
展，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占中国的1/4，成为中国集中连片
最大的产区，酿造的葡萄酒已在国内外各项大赛上获得
500 余个奖项。今年在国际顶尖赛事上获得 150 多个奖
项，创历年之最，占中国葡萄酒获得国际奖项的一半以上。

葡萄搭台，旅游唱戏。随着葡萄走廊日臻完善，这
里的葡萄旅游景观、酒庄景观、园林景观完全融为一
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风景区。

坐落在银川市一侧的葡萄走廊，依山傍水，与黄
河、城里的“72连湖”遥相呼应，山水连成一片，绿色
尽收眼底，游人置身于此，不同季节都有的玩。平时，
可以在风格各异的众多国内外酒庄里休闲度假，欣赏酒
庄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酿酒文化，还可以跋山涉水，
游览名胜古迹，了解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秋天是收获季
节，8 月至 10 月，葡萄分批分期逐渐成熟，人们可以一
边观赏绿色美景，一边采摘葡萄，品尝葡萄，享受丰收
带来的喜悦，同时还能够体验尝试酿酒技术，学会怎样
品评葡萄酒。我在天赋、览翠等酒庄品尝了用这里种植
的36个葡萄品种 （品系） 酿造的多款红葡萄酒、白葡萄
酒，味道确实迷人。这里时至今日已经建起了86座充满
异国情调的庞大酒庄群落，引进23个国家的60名国际酿
酒师来为葡萄产业服务，年产葡萄酒近10万吨，综合产
值超过200亿元。宁夏曾入选美国《纽约时报》评选的全
球2013年必去的46个最佳旅游地，其理由是“在宁夏可
以酿造出中国最好的葡萄酒”。

本报电（孙小双） 今年冬季，新疆冰雪旅游将成为
国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中国西部冰雪旅游节暨第十三
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10月将在新疆举办。新
疆在冰雪旅游方面，资源独特而丰富，发展前景广阔。
阿勒泰的野雪公园、天山天池的雪景、乌鲁木齐南山滑
雪场等是大自然赋予新疆的冰雪资源。阿勒泰是人类滑
雪起源地，被授予“中国雪都”的称号。目前，新疆已
有 S级滑雪场 37家，冰雪旅游软硬件显著提升。新疆正
向着四季游的目标迈进，冰雪旅游将成为新疆旅游业发
展的又一个“新亮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委党组书记侯汉敏介绍，新
疆正由旅游资源大区向旅游经济强区转变，由观光旅游
向观光休闲体验式旅游转变，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
变，由门票经济向旅游综合消费经济转变，由旅游“一
家”向“旅游+”融合发展的转变，“多业兴旅、旅促百
业”局面正在新疆形成。今年前8个月，新疆接待国内外
游客 10594.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93%，旅游总消费
1719.42亿元，同比增长43.18%。

在中华大地，有这样一座“城”：它
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南海之滨——深
圳，经过建设者们 30余年不懈奋斗，从
深圳湾畔的一片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
座充满活力的旅游城、生态城和文化之
城。这就是——华侨城。

这座“城”以文化为灵魂、旅游为
路径，不断蝶变、裂变，越长越大。从
南海之滨到燕赵北国；从八百里秦川到
彩云之南；从人杰地灵的江南到钟灵毓
秀的巴蜀，它扎根五湖四海，布局全国
50 多座城市。在这座“城”里，游客可
以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景观，也可以纵情
自然山水之间；可以亲近自然，也可以
尝试最新“黑科技”；可以倾听中华民族
的千年梦想，也可以体验世界文明的博
大辉煌；可以享受现代化的酒店、社区
服务，也可以嗅到乡野泥土的清新气
息；可以在接连不断的节庆中尽情欢
乐，也可以流连于艺术空间，种下创意
与灵感的种子……这一切，使华侨城成
为中国文化旅游界的范本。

9 月 20 日，为期两个月的“华侨城
文化旅游节”华丽开启。这既是为改革
开放 40周年献礼，也是奉献给中外游客
炫目的旅游盛宴。这是全球首个由一家
企业举办的历时最长、活动最多、覆盖
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旅游节庆活动，
也将是一场跨时间、跨空间、跨业态、
跨线上线下的旅游节庆活动。

与时俱进 创新升级

华侨城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一
路走来，秉承独特的创想精神，以文化
为灵魂、旅游为载体，从以锦绣中华、
世界之窗为代表的微缩景观型主题公
园，到互动体验型欢乐谷连锁主题公
园，到生态旅游度假区、都市娱乐综合
体，再到全域旅游、特色小镇及美丽乡
村的建设发展，推出了一代又一代优质
产品，30余年来承载了无数国人的欢乐。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成果显
现，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旅游需求
涌现。华侨城 1985年从深圳起步，布局
文化旅游行业。1989 年，中国首个文化
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开业，成为中国
旅游史上的一块“里程碑”；1994 年，

“世界之窗”开业，主要指标长期名列全
国主题公园第一；1998 年，深圳欢乐谷
开业，实现了观光型旅游产品到注重参
与体验的新型旅游产品的升级。“欢乐
谷”主题公园荣获国内主题公园行业中
国驰名商标，已实现深圳、北京、成
都、上海、武汉、天津、重庆等多地连
锁。华侨城主题公园的成功，也引发了
中国微缩景观类主题公园建设的热潮。

在发展的过程中，华侨城始终与时

俱进，敏锐地捕捉人民美好
生活需求的细微变化，并紧
跟国家战略，不断对旅游产
品进行升级换代。进入新时
代，华侨城人持续创新和拓
展文化产业布局。2016年提
出并确立了“文化+旅游+
城镇化”“旅游+互联网+金
融”的创新发展模式，提升
特色小镇“生长力”，让城
镇居民切实感受到“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好生活图景。

目前华侨城在全国参与
运维和管理的特色小镇数量
已达30余个，如：成都安仁古
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古镇，
北京斋堂古镇，天津杨柳青
运河古镇，深圳甘坑客家小
镇、深圳大鹏所城、海南中寥
村、云南大理古城等。以深圳甘坑客家小
镇为例：华侨城深入发掘客家传统文化底
蕴，对甘坑留存的传统文化习俗进行了系
统性的保护和整合，孵化出小凉帽及周边
一系列IP形象，并结合VR、AR等高科技
元素，导入三大创意产业：文创、科创、乡
创，探索出新战略下的特色小镇发展新路
径——“IP小镇”模式。

文旅融合 业态丰富

纵览华侨城旗下每一座主题公园、每
一个景区、每一座特色小镇、每一座艺术
场馆，文化都是其中的灵魂。文化是旅游
的重要内涵，旅游是文化的重要传播载
体，二者融合发展，大势所趋。华侨城不
断创新旅游产品，实现了从单一到混合形
式的演变，为旅游形态赋予文化内涵，再
通过文化再造展现旅游魅力。

截至目前，华侨城累计接待游客近 4
亿人次，稳居亚洲第一，连续 6 年雄踞全

球主题公园集团四强，旗下业态已覆盖主
题公园、旅游景区、特色小镇、文化艺术、
文化演艺、文化创意、文化节庆等诸多领
域，身影遍布全国 50余座城市，堪称中国
文化旅游产业领域的“百科全书”。

华侨城还在各地积极开展大量文化
艺术活动、展览，促进文化旅游融合，
提升城市的文化氛围。在本届文化旅游
节上，从以积极推动当代艺术发展为宗
旨，落地深圳、上海、北京、西安、武
汉等区域核心城市的华侨城当代艺术中
心馆群，到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囊
括创意设计、艺术文化、时尚休闲等多
样文化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再到成都
安仁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佛山顺德盒子
美术馆……均有大量内容丰富的文化创
意及公共艺术活动呈现。华侨城以公共
艺术的形式，为旅游赋予了更加多样的
深层次内涵，为文旅融合发展拓宽了路
径；并以种类繁多的艺术展览活动，提
升了城市的文化艺术品位。

文化交流 创造美好

与深圳特区共同成长的华侨城，在发展
历程中始终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联通
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不论是在古丝绸之路
的起点——西安，还是在连接东南亚的窗口
——云南；不论是欢乐谷、世界之窗等主题
公园轮番上演的外国文化节庆，还是在各大
艺术馆中展出的西方艺术家的精彩作品，华
侨城都在积极倡导中外文化交流。

大型舞蹈史诗剧 《吴哥的微笑》 便
是其中的代表。《吴哥的微笑》是由华侨
城旗下云南文投集团打造、中国和柬埔
寨优秀艺术家联袂上演的大型文化演艺
节目，迄今已累计演出达 3000余场，接
待国际游客近百万人次，被中央 6 部委
授予文化“走出去”重点项目，并被柬
埔寨政府授予“柬埔寨旅游特殊贡献
奖”，已成为中柬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华侨城的演艺事业从20世纪90年代
初开始，打造了中国的“百老汇”，推出了
60多台原创剧目，累计接待观众近1亿人
次。华侨城演艺一路走来，常演常新，艺
术内涵和科技运用也不断更新迭代，从惊
艳旅游界的《创世纪》，到波澜壮阔的《跨
世纪》，再到古今中外文明交融的《一路阳
光》。本届文化旅游节前推出的《盛世
纪》，讲述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展现人类
文明的辉煌。可以说，中国的旅游演艺，
正是从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华侨城起步
的。吟唱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交融。舞动
的，是内心的欢乐和美好生活。

30余年薪火相传。新时代，承接人民
的文化旅游生活需求，已成为华侨城责无
旁贷的历史使命。对美好生活的一切想
象，游客们都可以从这座“城”开始。

题图为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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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欢乐海岸深蓝秘境演艺


